
MX Master 3S 商用鼠标是我们为 ITDM 和用户提供的重要升
级产品。对于繁忙的 IT 部门，它可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更好
的兼容性。Logi Bolt 通过完全加密的仅安全连接模式满足不
断增长的安全需求，该模式符合 FIPS，即使在拥挤的无线环
境中也能保持稳定可靠。其已在超过 100 个国家/地区获得认
证，可为 IT 专业人员提供出色支持。对于用户而言，其 8,000 
DPI 的“Darkfield”追踪性能可在高分辨率显示器上实现更
快、更精准的操作，甚至可在玻璃表面使用1。MagSpeed 滚
轮可在一秒之内迅速浏览 1,000 行代码或电子表格。还能以
逐行精度滚动。其人体工程学设计可有效减轻前臂疲劳，具
有可支撑手部的全天候舒适度。Quiet Click 技术可减少 90% 
的点击噪音，让每个人都更专注2。

高性能无线鼠标
MX Master 3S 商用

我们的经典鼠标，经过升级，可进一步提升办公
效率和舒适度。

• 使用 Logi Bolt USB 接收器增强无线安全性。3

• 远程部署和管理批量设备固件更新 (DFU) 以及罗技的
用户工作流和生产力软件 Logi Options+。集中定义软件
设置。推送至 Windows 和 macOS 系统。4

• Quiet Click 特性使其成为一款几乎完全静音的鼠标
• 通过适用于高分辨率显示器的 8,000 DPI 追踪实现速度

和精度的全面提升。
• MagSpeel 滚轮，可进行高达每秒 1,000 行的极速滚动

或精准的逐行滚动。
• 6 个可自定义按钮以及通过 Logi Options+ 软件为常用

商用应用程序预定义的配置文件。



认证 全球（可根据要求提供列表）

无线连接 Logi Bolt，蓝牙

无线范围 10 米

质保 2 年硬件有限质保

使用寿命 10 百万次点击

可靠性 MTTF > 15 万小时
电气元件的平均故障时间

电池 USB-C 可充电锂离子 (500 mAh) 电池；完全充电
可使用 70 天5

电池指示灯 有

追踪 Darkfield 传感器

追踪 DPI 8000 DPI

滚动 MagSpeed

适用手 右手

Easy-Switch 有/3 通道

产品重量 141 克

产品尺寸 124.9 毫米高 x 84.3 毫米宽 x 51 毫米深

总重量（含包装） 320 克

包装尺寸 17.35 厘米高 x 5.8 厘米宽 x 13.85 厘米长

可持续发展 纸质包装：FSC® 认证
由 27% 的回收材料制成

主托运人单位 4 PK

储存温度 -5 至 45°C

操作温度 0 至 40°C

软件 Logi Options+ 包含适用于 Windows 和 macOS 
的罗技 Flow 功能（可选）

操作说明位置 鼠标底部的 QSG 贴纸

IT 管理员大规模部署 设备固件更新 (DFU)；Logi Options+ 应用程序

部件号 条码 区域 颜色

910-006581 097855176394 北美地区 石墨灰

910-006582 5099206107885 欧洲、中东和非洲地区 石墨灰

910-006583 097855182609 亚太 + 拉丁美洲地区 石墨灰

910-006584 097855182616 中国台湾、韩国 石墨灰

910-006585 6920377916916 中国地区 石墨灰

910-006586 4943765059165 日本 石墨灰

兼容性
Logi Bolt USB 接收器
要求：可用的 USB 端口

• Windows® 10、11 或更高版本
• macOS 11 或更高版本
• Linux®6

• Chrome OS6

蓝牙™ 低功耗 
无线技术
要求：蓝牙低功耗

• Windows 10、11 或更高版本
• macOS 11 或更高版本
• Linux6

• Chrome OS6

• iPadOS® 14 或更高版本6

• iOS® 14 或更高版本6

• Android™ 9.0 或更高版本6

规格

MX MASTER 3S 商用 数据表

1 玻璃厚度最低 4 毫米。
2 与 MX Master 3 相比
3 Logi Bolt 无线产品不可与其他罗技 USB 接收器配对 
4 需要 Logi Options+ 软件
5 电池寿命依用户及计算条件而异
6 Windows 和 macOS 以外的其他系统无需软件即可支持设

备的基本功能

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者访问 logitech.com/busin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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